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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新闻融合：著名摄影记者比尔·弗利作品展
Art Meet News:  The Work of Photojournalist Bill Foley

     Hoosiers will be able to view the work of the 
award winning Hoosier photojournalist Bill Foley 
spanning from the Midwest to the Middle East at 
the Indiana State Museum starting from March 
28 through July 19, 2015.  The exhibit explores 
Mr. Foley’s career from 1978 to 1990 through the 
images he captured of iconic events, including the 
photos which won the 1983 Pulitzer Prize for Spot 
News photograph.  The exhibition also displayed his 
work for various charities, his work with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and examines the tools used by 
photojournalists used in the 1970s and 1980s, from 
cameras and contact sheets to identification cards 
and passports. 
     Several IAAT staff has the good fortune to 
attend the Press Preview and to meet the artist-
photojournalist.  IAAT staff were totally awed and 
captivated by his artistry, courage, work ethics and 
his compassion to tell the stories through the images 
he froze at the right moment and at the right place.  
Besides having an opportunity to brush up or learn 

about an important period of our recent history, one 
is offered a glimpse through the viewfinder and into 
the life of a photojournalist.  
     Foley grew up in Indianapolis and is a graduate of 
Indiana University.  Since 1978, Foley has worked 
in over 47 countries and his work has been published 
in every major publication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returning to Indiana in 2005, he has lived in Cairo, 
Egypt, Beirut, Lebanon and New York working as 
a staff photographer for the Associated Press and 
on contract with Time Magazine.  Along with his 
wife Cary Vaughan, Foley is also the one of the 
first recipi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Freedom 
Award from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in 
1991 for his efforts to free Hezbollah hostage and 
Beirut AP colleague Terry Anderson.  
  In 2013, Foley was awarded the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Journalism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and was named to the Shortridge High School Hall 
of Fame. Since 2000, Foley has been an educator as 
well as a photojournalist. He taught photography at 
New York University’s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for 
five years and is currently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hotography at Marian University in Indianapolis.

从3月28日-到7月19日，印第安纳
州博物馆将举办著名摄影记者比尔·
弗利（Bill Foley）的作品展，题为Art 
Meet News。这个展览展示了弗利先生
三十多年来从印第安纳到中东的精彩的

《京报》（1918~1937）
《京报》是北洋政府时期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报

纸之一。社长是我国著名的报人邵飘萍，他原名邵
新成、又名振青，字飘萍，浙江东阳人，1886年10
月11日生于金华，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进步的新闻
工作者，青年时代就立志“新闻救国”，1912年曾
在杭州主办《汉民日报》，1915年应邀成为上海《
申报》、《时报》等报社记者，1918年7月，在京
创办《新闻编译社》， 同年10月5日，他以个人的
力量创办了大型日报《京报》，社址在北京宣武门
外魏然胡同。该报初创时即明确提出，其目的是“
欲以 《京报》 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
表意见之机关”它讲求新闻时效，注重对政局、
战局的报道和评论，积极反帝反军阀和宣传新思
潮 。也正因如此，邵飘萍与《京报》的命运起起
伏伏，命悬一线，先后被政府查封停刊数次。1926
年“三一八”惨案后，该报对于制造惨案的皖系 
该报对于制造惨案的皖系军阀进行猛烈抨击，4月
24日被奉系军阀封闭，26日一代报人邵飘萍被迫害
致死。1928年6月12日，在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
士主持下恢复出版，1929年10月3日,被国民党当局
封闭。后与《成报》合并,于1930年4月1日再次复
刊,出至1937年7月28日终刊。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
阅览室较完整的录藏了该报78盘卷片，见存最后一
期编号为no.5355（1937年7月28日）。

邵飘萍与其创办的《京报》，不仅在反帝反封
建军阀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战斗作用，在报纸的编
辑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方面也进行了不少革新，成
绩极为显著，最高发行量达6000份，是当时北京地
区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从《京报》的版面设
计、栏目设置、刊载内容等方面来看，它也是采用
对开两大张的设计，报端右上角写有邵飘萍书写
的“京报”两个大字，版面页数的多少随报道新
闻的多少而变化，以1920年为例，每日平均刊印六
版，内容涉及广告、国内外新闻、紧要新闻、本京
新闻、本市琐闻、冠盖往来、显微镜等。该报的副
刊多达23种，有以戏剧、诗文、小说为主的《小京
报》；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孙伏园主编的《
京报副刊》等较为有影响力，此外还有《戏剧周
刊》、《妇女周刊》等等。

关于音乐方面的报道多出现在本京新闻、本市
琐闻、紧要新闻等版面（第五、六、七版），其关
注的范围比较宽泛，报道最多的是与平民大众的娱
乐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各种性质的游艺会，如各中
高等院校举办的纯粹性质的游艺会、周年纪念会、
同乐会、毕业会等，以及社会上各单位及团体举行
的各种名义的游艺会，可以说将此部分内容的读
者定为在普通老百姓，从读者能接受、理解、所

关于北京六份老报纸的历史（2）
作者 袁耀龙 

编者按：本文摘自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袁耀龙
的硕士论文中的一个章节。袁耀龙先生是本报《音
乐成语》专栏作家孟维平教授的学生，他的论文《
近代北京六份老报纸中的新音乐史料研究》，2014
年10月在宁波音乐史学术会议上获得了全国高校音
乐史学会硕士论文评奖的一等奖第一名。这是关于
北京解放前老报纸中音乐方面的专题性研究，其中
有关北京一些报纸的发展历史十分值得回味。

需的层面上，对当时北京的游艺会活动做出如实的
报道，丰富了大众的娱乐生活。该报对于游艺会信
息的报道也是笔者在搜寻整理资料中发现对于游艺
会报道篇幅最多的报纸之一，也是报道最为详细的
报纸之一。随着新音乐的不断发展，社会上较为专
业的音乐会增多，《京报》自身也进行着调整，在
考虑到大众能接受的范围内，也密切关注新音乐生
活，如1922年“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设立后较早
举办的几场音乐会，除该所刊物《音乐杂志》进行
详实记载之外，《京报》是将演出信息公诸于大众
的主要新闻媒体之一。

《晨报》（1918~1943）
《晨报》，前身为《晨钟报》，1916年8月15

日由蒲殿俊、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于创办于北京，
蒲殿俊为社长，刘崇祐、林长民、丁佛言等皆为该
报主干。主要撰稿人有胡适、蒋梦麟、张申府、丁
文江等。社址在北京宣武门外丞相胡同 。1918年
9月，该报因刊载政府向日本满蒙五路大借款的消
息被查封。同年12月，报名改称《晨报》后继续出
版。由于近代北京政局的不断变革，《晨报》几度
休刊，又几度复刊，名称也应操纵军阀的更换不断
迭易。其时间段及名称依次为：1918年12月至1928
年6月6日名为《晨报》；1928年8月5日至1930年9
月23日名为《新晨报》；1930年12月16日至1937年
10月名为《北平晨报》；1937年10月16日至1943年
又复称《晨报》。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7月北平
沦陷后，该报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机关报，宋
介、宋威之先后任社长，由李若水、张腾霄任总编
辑。日出两大张,发行约2000份。1943年12月31日
奉令停刊。该报除正刊外，还赠设有副刊，1919年
2月，在李大钊的极力推动下进行改革，增加了介
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
、“剧评”、“译丛”、“马克思研究”等专栏，
成为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一
个重要园地。1921年10月12日，《晨报副刊》宣告
独立，改名为《晨报复镌》，日出4开4版一张，单
张随大报发行，孙伏园、徐志摩先后任主编，着重
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副
刊”之一 。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较完整的录
藏了《晨报》66盘卷片，《新晨报》15盘卷片；《
北平晨报》50盘卷片，共6332期。

《晨报》亦采用对开两大张发行，内容有广
告、社论、国内要闻、国外新闻、本市新闻、教育
与体育、专载、命令、杂电汇录等。音乐信息多登
载于国内新闻、本市新闻、教育与体育等版面（第
五、六、七、八版）。《晨报》除刊登大量广告
外,以报道国内外政治新闻为主,较多地反映了北洋
军阀政府的政治活动。该报也是民国时期对于音乐
信息报道最多的报纸之一。值得说明的是，在抗战
时期，北平市各大报纸停刊或撤离之后，《晨晨
报》担当重任，成为重要的新闻媒介，不仅报道了
国内外新闻动态，还独家报道了北平音乐界的音乐
讯息，如北平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各种音乐活动，
中华口琴会北平分会的活动；北平市中小学唱歌比
赛会等，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具有一定价值的音
乐史料。

（未完待续）

摄影记者生涯。从1978年到1990年他在
中东拍摄的具有时代标志事件，其中包
括多幅刊登在《时代》杂志封面的照
片，已经获得各种国际大奖的现场新闻
照片。展览也显示他为各种慈善事业，
电影制片业的做的工作。还有当年使用
的照相机、身份证、护照等相关的工
具。许多东西可以称作“文物”了。

《印州华报》的几位工做人要有幸
参加新闻预览,并有机会和艺术家摄影
记者比尔·弗利进行了的交谈。

弗利先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长大，
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毕业生。1978年以
来，佛利曾在47个国家工作过，他的作
品在世界各地每个主要出版物发表过。
回到前印第安纳州，他一直住在开罗，
埃及、黎巴嫩贝鲁特和纽约，为美联社
和《时代》杂志工作。他和他的妻子卡
里·沃恩，是首批接受国际新闻自由奖
的获得者。

在 2013 年，弗利先生被授予印第
安纳大学学校的杰出校友奖。自2000
年，Foley 以来教育家作为一名摄影记
者。他在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执教五年，
目前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玛丽安大学摄
影助理教授。


